
流年似水，一晃而过。昨天我们
还在考场为自己的理想拼搏，今天来
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则为了心中的梦
想聚在一起。三年前，脸庞稚气的我
们曾志存高远，想要实现人生跨越；
一年前，高考成了我们拼搏的力量
源泉，我们共同经历了黑色六月，体
会着梦圆的时刻。而今，我们站在人
生的又一驿站———重庆文理学院这
一崭新的舞台上，大学生活徐徐拉
开帷幕。

曾在《目送》一书中看到一段话：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
情的开启。”不错，每一个休止符都意
味着一个新的篇章、一段美妙旋律的
开启。新的学年、新的校园，新的起
点、新的希望，在这里我代表所有
2019 级新生向学校和老师作出郑重
承诺：

一、尽快适应新的大学生活、树
立远大的奋斗目标。进入大学并不意
味着享受生活，相反，我们更应将目
光放远，更成熟、更全面地计划自己
的每一天。

二、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我们要
以诚待人、以信交友，共同营造团结
友爱的氛围。

三、尊师向学、持之以恒。我们要
学会自主学习，从“要我学”转变为
“我要学”。

四、严于律己、树立规范意识。我
们要从小事做起，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争做品学兼优的文理人。

“星湖放歌、红河扬帆，采一粒火
种把理想点燃。”在人生的新起点上，
让我们一起徜徉，去追寻诗和远方的
田野。金秋九月、相约文理，看“一林
梅竹笑傲风霜雪寒”。“博文达理，文
化永远，满园松枫衬托皓月蓝天。”让
我们告别盛夏的流火、应承金秋的丰
硕，用青春诠释我们的誓言，用汗水
锻造明日的辉煌。

未来的四年我们将共同走过，当
四年后我们挥手告别这片热土的时
候，希望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说：青春，
无悔！

（邓 玲，音乐学院 2019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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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同学
会说：“为什么我
的校园坐落在钟
灵毓秀的卫星湖
（揽月湖），而不
是在磅礴大气的
未名湖？”但请相
信，只要你认识
了、了解了、热爱
了重庆文理学
院———这个你一
生中最重要、最
温暖、最值得记
忆和留恋的地
方，四年后，你们
所有人都会终身
铭记，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理人。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你们未
来人生路上的陪伴者，我有一些叮嘱送给
目前还稚嫩的你们，希望能对你们的未来
有所裨益。

一、应当有梦想。复旦大学教授钟杨曾
经说过：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
杰出。周星驰也曾经说过：“没有梦想，和咸
鱼有什么分别？”此言诚不我欺。初来乍到
的你们面对不一样的世界，难免迷茫！而梦
想就是指引你们前进道路上的灯塔。在我
攻读博士之初，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在国
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不论排序，只
要作者一栏有我的名字就行。读博期间我
一直以这个梦想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努力。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2018 年我以共
同第一作者在《Nature》发表了研究成果。
这篇论文是进化生态学领域，由中国学者
完成的第一篇 Nature 论文，入选了 2018
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现在回想，正
是因为当初的梦想，我才得以实现自我！

二、要学会坚持。挫折，是每个人成长
路上都避免不了的荆棘。作为当代青年大
学生，无论遇到任何的挫折，都要坚定不移
地前进，这是勇敢者具有的高贵品质。未来
四年，你们会在专业学习、技能培养、社会
实践、科研创新、自主创业、人际交往等各
方面去尝试、去突破、去实践，要在挫折中
感受进步的快乐，在失败中明白坚持的意
义。为了发表Nature 论文，我们从两百多
万条数据中筛选信息，用上千次实验和无
数次的计算验证结论。我的导师曾开玩笑

地跟我们讲，为了这篇论
文，我们坚持了 25 年，收
集植物材料 2 万多份，走
过的路能绕地球 10 圈。
同学们，多年以后蓦然回
首，你会感激为梦想坚持
奋斗的自己。

三、要懂得感恩。中
国自古便有羔羊跪乳、乌
鸦反哺的典故，教育我们要学会感恩，让感
恩成为一种社会正能量。“哀哀父母，生我
劬劳”，父母给予的，我们注定报答不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长教诲的，我们
注定受益无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朋
友托付的，我们务必尽心办到。当代大学生
应学会感恩父母、老师、同学，感恩朋友、感
恩所有关心你的人。常怀感恩之心，在坚持
理想的道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才能带给
自己和家人幸福、给社会创造价值，让自己
的一生有意义。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
励，岁月不待人。”同学们，大学是你们人生
中专注学习的黄金时期。唯有科学规划、珍
惜时光、为心中的梦想坚持奋斗，才会学有
所成、走得更远。不要让手机里的碎片，占
用你太多的时间；不要让急功近利的思维，
成为你生活的主流。希望你们拿出青年人
的志气和勇气，秉承“进德修业，博文达理”
的校训，热爱生活、懂得感恩，成为志趣高
洁的有用之才。希望你们能够包容、擅于沟
通、学会合作，与老师同学和睦相处，书写
属于你们自己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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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今日的
你们，如同初升的朝
阳，年轻而充满活力。
未来四年，你们将用
脚步去丈量校园、用
时光去感受友情、用
书籍去充盈生命……
刚迈入大学校园，同
学们心里或许有这样
一个疑问：大学究竟
是什么？梅贻琦老先
生有个经典答案：所
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重庆文理学院
地处渝西，虽无地利之
便，却不乏大师相助。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学家
涂铭旌曾长期担任我校名誉校长、
发展战略顾问，为我校培养了一批
卓越人才，推进了我校材料学科
跨越式发展。已到鲐背之年的石
天河老先生是当代著名诗人、文
艺评论家，他帮助学校培养了大
批英才，为我校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目前学校教师中不乏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人才
称号或奖励获得者。这些优秀教
师将在四年里陪伴你们成长，成
为你们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同学们，你们满怀憧憬地踏入
大学，重庆文理学院也正以最自豪
的面貌迎接你们。过去几年，学校
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14 个
专业获重庆市本科高校一流专业
立项建设项目，先后获“全国毕业
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首
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等殊荣，斩获第四届全国创
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
第一名、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第一名等，累计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项、省级
教学成果奖 29 项。学校自主研发
的新药同时获中美临床批文，青
年教师李洪雷在国际顶级学术刊
物《Nature》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学生创新团队获全国“小平科技
创新团队”称号。

亲爱的同学们，来到文理，我
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师长和
朋友，我想向大家提三点希望：

一、希望同学们爱国爱校，不
负韶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热爱国家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立
德之源、立功之本。作为新时代的
大学生，希望你们能迅速融入文
理、适应大学生活；珍惜在校时光、
抓住学习机会，努力培养自身竞争
力和挑战力；要不断提升自我精神
境界，树立大目标、提升大境界、
创造大成就，努力成长为爱国爱

校、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文理人。

二、希望同学们勇
于创新、敢于挑战。面对
大数据智能化的新形
势、新业态，学校正深入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大力
培养文理学子的创新创
业精神。创新创业精神源
于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希
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
生活中保持求知若渴、虚
怀若谷的态度，多向师友
问几个为什么；要培养自
身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斗
志，不断探索、敢于实践，
以奋斗之青春书写人生之

华章。
三、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持

之以恒。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赛，
大学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加油站。
在大学，你们要牢记，道路千万条、
奋斗第一条。只有志存高远，才能
积累内涵、完善自我，知难而进、勇
于探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年的殷殷嘱托：做一个勤学好问的
新时代青年，做一个锤炼品德修为
的新时代青年，做一个善于明辨是
非的新时代青年，做一个勇于砥砺
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实现思想成
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的有机融
合，在不断磨砺完善自我中进步。

同学们，今天我已和你们“确
认过眼神”，我们都是文理人。在未
来四年，你们都将在文理学习和生
活。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
奋蹄。站在人生新的起点上，希望
你们用青春的朝气，与文理同心、
与时代同行，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丰
富的大学经历、精彩的大学故事、
美好的大学记忆！

与文理同心，与时代同行
校长 黄伟九

作为老生代表，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些从实践中积累的想法，希望能对
你们有一点启示。

未来的四年将会是你们人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也是决定你们未来人
生高度和厚度的重要岁月。如果把大
学比喻成一场演出，那么，主角就是
我们自己。演出是否精彩，就要看我
们的表现了！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
经历了高考的洗礼、过五关斩六将的
优秀学子。

但是来到大学，首先要做到的，就
是忘记过去、重新给自己定位。不管你
过去如何优秀，不管你对高考结果如
何不甘，总之，忘了它！让生活重新开
始，大家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其次是制定目标。大家可以相互
看一下坐在你旁边的同学表情，有的
同学是不是比较冷漠？当然也有透露
着兴奋的同学。这份冷漠，或许源于对
大学的迷茫。破解迷茫的解药就是制
定阶段性和长远性的目标———先定一
个能达到的目标，不说像王健林一样
挣它一个亿，但也要从学习生活等各
方面有所规划。

就拿我来说吧！在学习上，我在
图书馆获得想要的知识、时刻为自己
充电，并获得了国家级奖学金、三好
学生等荣誉称号。这种通过学习而获
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是任何时刻都
无法比拟的。在工作上，我担任了院
级团总支副书记。这份经历不仅让我
开拓了人脉，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

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学习了为人处世
的道理。在生活中，我参加了演讲比
赛并获得重庆市第二名的成绩。这让
我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闪光点，提升了
自我认同感，找到了更加多元化的自
己，更加有自信———只有相信自己，
别人才会相信你。当然我的一切成
绩都与老师的关怀有密切联系，感
谢辛勤付出的老师！学校里还有很
多丰富多彩的社团和活动，都为同
学们提供了大放光彩的机会和舞
台，我们期待你们的加入、期待你们
的个性飞扬。

最后是选择。在大学之前，父母可
能会替你做决定，比如考哪个学校、上
哪个辅导班，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独

立的人了！你们将离
开“五年高考三年模
拟”期间的爱护和父
母温暖的怀抱，独自
面对生活中的选择。
这些选择大到考研
还是工作，小到今天
晚餐吃什么，都需要
自己来决定。而你也
需要为自己的每个
决定负责，无论结果
是好是坏。比如你的
肠胃不好，却吃了一
顿火锅导致胃痛，这
是你的选择；比如你
在考研过程中几经
崩溃却依然坚持、最

终实现梦想，这也是你的选择......能自
己作选择并为其负责任，也是成长的
标志之一。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充满挑战
的，一路陪伴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永远
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在 9月 10 日教
师节来临之际，感谢所有老师的辛勤
培养和付出，同时感谢家长的养育之
恩！最后，我代表文化与传媒学院的全
体学长学姐，再次欢迎新同学们的到
来，祝大家都能在最美好的年华，做最
棒的自己！

注：本文为作者在文化与传媒学
院开学典礼上的发言。吴 越，文化与
传媒学院 2017 级学生。

忘掉过去 有所规划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老生代表 吴 越


